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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成都“泛豪宅”项目近期调整变化

的另一特点是精简产品面积，就结果而

言，此举仍然是为了对产品的总价进行

合理的控制，虽然方式不同，但与价格

调整有异曲同工之效。

2008年， 位于新会展的龙湖·世纪

峰景首度次试水大平层市场的时候，推

出280平米至380平米的大户，均价每平

米过万元，单套价格集中在400至500万

左右。虽然行业内外对项目的品质都予

以较高地评价，但因总价过高入市最初

销量不尽如人意，营销推广也一度陷入

停滞。项目的转机同样来自于产品调整

之后，今年3月中旬，世纪峰景推出全新

批次134~177平米精装大宅， 销售均价

13000元/平方米，当天就卖出近70套大

平层，实现1.5亿元成交。截至昨日，开

盘后新增成交也超过了1亿，177平米的

四房产品已所剩无几。

龙湖·世纪峰景相关负责人认为，几

年前类似于世纪峰景这样的面积大、总

价高的项目，成都市场还非常罕见，一套

的大平层动辄几百万， 市场接受度自然

会大打折扣。受购买力水平、居住需求等

因素的影响，“泛豪宅”产品的目标群体

和别墅的目标群体还是存在较大差异

的。所以，在减小户型面积、产品定位调

整之后，项目把营销重点放在了首次、再

次改善型置业群体上， 项目营销的针对

性和效率都得到了大大提高。

正合地产董事长毛勇称， 从目前市

场上热销的高端大平层项目来看，产品的

面积与几年前相比有明显的缩小趋势，近

期新增的供应主要集中在130-280平米

之间，成交总价的下移也使该类产品的客

群容量得到了有效地扩大。 麓山国际社

区推出的云堤曦岸组团以115-159平

方米产品为主， 总价仅为百万左右。世

茂地产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位于猛追湾

的玉锦湾项目，更是在设计之初，就从

原来两百多三百平米的大户型调整到

了以200平米以内。 四海逸家的跃式大

平层， 面积虽然达到210-280平米，目

前的总价也控制在了180万左右。

铂雅苑3月销售破9亿， 龙湖·世纪峰

景开盘半个月拿下2.5亿，华侨城·天鹅堡

开年热销至今仅剩10余套,保利·康桥、世

茂·玉锦湾、 麓山·云堤曦岸、 信和·御龙

山、成都ICC、九龙仓·御园等多个高端大

平层项目近期也都表现出强劲的销售势

头。2014的春季楼市，“泛豪宅” 集体拉

出了一道有力的阳线。

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成都高端大平

层的市场表现都不温不火， 尤其是2009

年到2011年期间， 销售和市场预期更是

一度处于低位。业内人士认为，“泛豪宅”

项目近期之所以能在市场上全面走红，与

开发企业在遭遇市场阻力之后及时做出

了相应的调整有直接关联。

仅仅依靠价格上的控制还不足以

成就“泛豪宅”今天在市场上的快速崛

起，产品设计能够充分满足目标群体的

需求同样至关重要。记者注意到，目前

市场上表现抢眼的“泛豪宅”产品，都

在强化产品舒适性的方面煞费苦心，景

观面更大，功能分区更细，对生活细节

的考虑也更加醇熟。

在客厅打造上，不少“泛豪宅”在

保证客厅足够空间尺度同时， 都采用了

横厅设计。业内人士表示：“横厅的设计

在采光面和景观面上， 给予了更大的尺

度。而在功能分区上也更加简洁，实用性

和舒适性都更强。” 与横厅的广泛利用

相匹配的是，“泛豪宅”项目基本都有超

大阳台的配备和全角度的采光面。例如，

保利·拉斐公馆的户型中就配备了13米

弧形超大阳台， 而麓山国际社区的云堤

曦岸则可以实现270度三面采光。

多重套房设计是时下热销 “泛豪

宅”项目的另一大特点。多个项目在房

间布局上， 都采用了双主卧套房的设

计，而铂雅苑更是对所有的卧室采用了

难得一见的全套房设计。雅居乐地产有

关人士表示，对于越来越注重便捷性和

私密性的改善型置业群体来说，套房设

计的功能性优势得到了有力地表现。

从细节入手增强产品使用期的舒适

度，也是“泛豪宅”博取人心的有效方

法。麓山国际社区的云堤曦岸，采用超大

赠送空间设计， 最高得房率约130%。纯

中庭的布局， 保证了社区的每一户家庭

都能直面中庭景观。同时，3.1米的层高，

超大入户花园和观景阳台， 加上指纹入

户门、主卧搭配有衣帽间等等，这些贴心

设计都在功能上体现了舒居。

信和·御龙山推出的202平米七重

景观复合王牌产品， 两梯两户纯板式

设计。 普通户型的层高都做到了3.15

米，客厅开间基本达到6米，注重功能

性的同时， 更好地兼顾了居住者对生

活舒适性的需求。

成都商报记者 贺峥

回顾“泛豪宅”在成都市场的发展历程，该

类产品出现初期， 总价大多都在200万以上，单

套售价超过300万的也不在少数。这样的价格体

系导致“泛豪宅”从一开始就直接面临着市场

上别墅产品的竞争。

业内人士表示，虽然大多数“泛豪宅”的区

位优势较为明显， 但在与别墅产品的正面较量

中优势并不充分。由于总体价格相当，不少客户

看来，功能性、私密性、品质感更强，更能体现身

份的别墅产品显然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在意识

到这一问题之后，一些“泛豪宅”产品在近期推

广当中针对性地促销， 立即收到了相当不错的

市场效果。铂雅苑和九龙仓·御园算得上是其中

的两个典型。

铂雅苑自2012年底精装房开盘以来， 一年

半时间成交不足百套，难以与别墅拉开差距，是

其叫好不叫座的根本所在。今年3月8日，铂雅苑

首度给出超大幅度的优惠，成功撬动市场，当日

成交7.2亿。清水房总价不到200万的266平米以

及286平米户型成为最受欢迎的产品。据雅居乐

地产人士称，3月份铂雅苑的成交金额超过9亿，

200多平米户型的产品已基本售罄， 预计5月会

加推房源。

3月27日， 九龙仓·御园二期新推房源发动

促销攻势， 包括其137～190平方米在内的大户

型房源，随即便由于其紧邻二环的位置优势，受

到购房群体的热捧。据九龙仓方面宣称，本次促

销卖出200余套， 销售额3.5亿元。 凭借本次热

销，上周九龙仓趁热打铁，进行了补货加推，依

然取得了不错的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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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豪宅成都走红

目前， 蓝润地产在成都共布局有7大

项目。其中，棠湖春天、华府春天、锦江春

天、蓝客城已经开盘在售。此外，还有成都

理工旁的“蓝润东公元”以及成都东客站

西广场30万平方米自持型城市综合体“蓝

润中心”。

据蓝润地产营销总监透露，今年，蓝润

地产在成都的投资规模及力度依然强劲，

将至少再获取3～5块土地， 构建起更具实

力的多盘联动格局。 一位对蓝润地产保持

长期关注的资深人士认为，“蓝润在多盘

同期运作方面表现得非常娴熟， 足以媲美

蓝光、绿地等大牌房企，而伴随投资规模的

进一步扩大， 蓝润今年的市场表现更值得

业界关注和期待。

据悉，2013年，蓝润在成都共实现销售

金额近20亿元；2014年蓝润成都公司的销售

目标锁定成都前5强，并通过持续的土地储

备，有望跻身未来的100亿军团。

（王胜波）

从新军到豪门

蓝润地产入蓉一年惊天跨越

2014一季度业绩排名，蓝润地产多项指标杀进成都前五

日前，2014成都楼市首季度成交报

告悄然出炉。在这份权威机构出具的榜单

中，蓝光、绿地、万科等老牌实力房企依旧

牢牢稳固着成都房地产市场的第一梯队。

不过，一个新面孔的意外杀入，引发了众

多业内人士强烈关注。 而这张新面孔，正

是去年才开始在成都楼市崭露头角的新

军———蓝润地产。

上述成交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蓝润

地产以1488套的住宅成交套数，位列成都

楼市第四，排名仅次于蓝光、绿地等豪强。

在销售面积方面， 蓝润地产一季度共实现

111596平方米备案，排名成都楼市第五。

“毫无疑问，蓝润地产一季度的市场表

现出乎很多人预料。” 一位资深业内人士表

示，在成交套数、成交面积及成交金额方面，

蓝润地产均可以与蓝光、绿地、万科等传统

豪强抗衡。“蓝润到成都不过一年多时间，便

迅速跻身成都楼市第一梯队，并表现出强大

的增长潜力。”上述人士强调，如此生猛的企

业在成都房地产市场上还从未出现过。

蓝润·蓝客城

户型：

54-72平米两房三房

地址：

成都北三环四段·成绵

立交西侧

价格：

首付1成，4.1万起

电话：

028-65021333

蓝润·锦江春天

户型：

54-106平米两房三房

地址：

成都成龙路·三圣花乡

正门

价格：

首付1成，4.2万起

电话：

028-65039666

蓝润·华府春天

户型：

71-94平米三房

地址：

成都剑南大道·双华路·中

科院光电所

价格：

首付1成，3.9万起

电话：

028-81508333

蓝润·棠湖春天

户型：

50-80平米两房三房

地址：

成都航空港·临港路三段·

棠湖外国语学校旁

价格：

首付1成，3.2万起

电话：

028-85711000

去年，提及蓝润，“黑马”是业界对其最普

遍的评价。彼时，这家进入成都不久的房企频频

现身成都土地市场，先后9次拿地，仅支付土地

款一项便耗资50亿元人民币， 而这一金额相当

于不少大中型房企一年的销售量。

“蓝润是黑马，是一匹可怕的黑马。”去年8

月，蓝润在勇夺青龙场地块后，一位参与竞拍

的某大型房企负责人不禁感慨。 在他看来，蓝

润2013年的大手笔布局， 一定会对2014年成都

楼市大房企格局产生剧烈冲击。不过，面对外

界众说纷纭， 蓝润地产一反在拿地上的高调，

在为数不多的几家主流媒体报道中，蓝润方面

的回应也无一例外地简洁：“蓝润要做高周转

企业，蓝润要进入成都第一梯队。”

只不过，成都楼市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以

及苛刻挑剔的购房者，都曾令不少外来大品牌

房企折戟沉沙。蓝润这种楼市新军一年时间能

否如愿杀进成都楼市第一梯队，很多分析人士

表现得非常谨慎。成都某知名代理行负责人曾

公开表示， 广泛拿地只是企业崛起的必备条

件，而不是决定性因素。项目定位、规划、推广、

销售等环节若没有一整套成熟的机制，企业便

很难做大做强。

事实证明，蓝润的爆发力不仅仅体现在拿

地上。其2014年成都楼市首季度的骄人战绩，令

早前的种种担忧甚至质疑瞬间灰飞烟灭。而与

蓝光、绿地、万科等大型房地产集团相差无几

的市场表现，更让蓝润理所当然地成为成都楼

市豪门房企成员。

蓝润爆发力：

一年时间，兑现豪门风范

“以往经验，任何一家新到成都的房

企没有两年时间都很难摸清成都购房者喜

好。这个过程，是企业对新市场、新环境的

适应期或学习期。” 一位资深业内人士表

示，蓝润虽然是楼市新军，却跳过了学习阶

段， 其在产品研发及推广销售上所表现出

来的专业能力显然超乎了业界想象。

“在持续调控背景下，刚需成为市场主

流。看清未来走势，顺应市场发展，蓝润的反

应非常敏捷。”早在进军成都之初，蓝润的

战略重心就是把精力集中在刚需产品上。近

两年，国内重点城市商品房首置首改客群集

中释放，成为市场成交主力，前50强企业中，

普通级中端项目个数占比已提升至84.2%。

正是因为认清了这种大势所趋，蓝润地产倾

力打造的“春天系”和“蓝客系”迅速成为

市场热点，并成为蓝润打开成都市场的拳头

产品。

纵观蓝润两大产品线，无论“春天系”

还是“蓝客系”，均以54～86平米的两房、

三房为主，切中当下年轻人置业需求，且每

个新产品上市都能吸引大量追随者。譬如，

位于航空港片区的蓝润·棠湖春天，去年曾

创下半年狂销1800余套的惊人成绩。 而位

于城东的锦江春天， 基本保持着每月开盘

一次的频率， 从竞争激烈的城东楼市异军

突起。上个月，该项目以251套的备案量荣

膺主城区住宅销售套数第三名， 仅次于绿

地468和蓝光·COCO金沙。

蓝润生命力：

主流产品，迎合主流需求

蓝润增长力：

惊人规模，剑指百亿房企

重点项目推介


